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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

竖明横隐幕墙，包括明框立柱、隐框横梁、转接

件、外装饰条和中空玻璃面板；所述外装饰条通

过转接件设于隐框横梁上，所述隐框横梁与明框

立柱通过角铝连接构成框架结构，所述中空玻璃

面板安装在隐框横梁与明框立柱构成的框架结

构上。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

竖明横隐幕墙，能够随着复杂建筑面或者幕墙面

的变化而调节横向外装饰条的安装位置及其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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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其特征在于：包括明框立柱、隐框横梁、

转接件、外装饰条和中空玻璃面板；所述外装饰条通过转接件设于隐框横梁上，所述隐框横

梁与明框立柱通过角铝连接构成框架结构，所述中空玻璃面板安装在隐框横梁与明框立柱

构成的框架结构上；

所述外装饰条包括外装饰横梁、角度调节件、压块和小扣板；

所述压块为两端设有凸出部的结构，所述压块的凸出面中部设有齿形结构、以及在凸

出面的外表面并排开设有两凹槽，所述压块与安装转接型材相互贴合且压块上穿设有第四

不锈钢螺栓实现与安装转接型材的连接，所述压块的齿形结构上啮合连接有角度调节件，

所述压块的凹槽中嵌入设有小扣板；所述角度调节件由底座以及设于底座上的两个半月形

外凸结构构成，所述底座上相对于两个半月形外凸结构的面上开设有齿形结构且在其中间

位置开设有竖向长孔，齿形结构与压块的齿形结构相互啮合，所述底座上穿设有第四不锈

钢螺栓以实现角度调节件与压块安装位置调节后的连接固定，所述两个半月形外凸结构与

外装饰横梁相嵌贴合连接；所述小扣板的一端并排设有两凸台、另一端为光板结构，所述两

凸台由外至里分别为矩形结构和倒钩结构，所述小扣板一端的凸台嵌入填充到压块的凹槽

中实现配合连接，所述小扣板另一端的光板部分插入设于外装饰横梁的前端；

所述外装饰横梁包括外装饰横梁主体、灯具、亮化盖板；所述外装饰横梁主体分为前

端、中端和后端三部分，所述外装饰横梁主体的前端由弧形内凹结构、设于弧形内凹结构两

侧的两梯形槽、以及设于弧形内凹结构和两梯形槽一侧端的方形腔体结构构成，所述弧形

内凹结构与角度调节件的两个半月形外凸结构相互配合嵌入连接且穿设有第二自攻自钻

螺钉以实现外装饰横梁安装角度自由调节后的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

明框立柱包括立柱室内部分、隔热条、立柱室外部分、角铝、竖向压块和立柱外装饰罩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其特征在于：立柱

室内部分与立柱室外部分之间卡接两根隔热条；所述角铝套设于隐框横梁内且位于隐框横

梁和明框立柱的套设连接处，所述角铝通过两个第一不锈钢对穿螺栓与立柱室内部分连接

并通过自攻自钻沉头螺钉进行限位以实现明框立柱、隐框横梁的连接；所述竖向压块的中

端为由两块筋板构成的筋板槽、两端开设有凹槽，所述竖向压块通过筋板槽套设于立柱室

外部分上且穿设有第一不锈钢螺栓实现与立柱室外部分的连接；所述立柱外装饰罩板通过

其两侧板上设有的凸起结构与竖向压块的凹槽卡接配合实现与竖向压块的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

隐框横梁包括横梁主体、横向扣板、横向压块、边框和玻璃托条。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

横梁主体为顶端封闭、底端开口且留有一定封闭端、远离中空玻璃的一侧端封闭、靠近中空

玻璃的另一侧端开设有两梯形槽、螺栓槽和L型凸台的结构，所述两梯形槽、螺栓槽分别设

于横梁主体另一侧端的两端部和中部且L型凸台设于梯形槽、螺栓槽之间；所述角铝套设于

横梁主体底端开口构成的腔内，所述横向扣板扣接在底端开口的封闭端上且用以遮挡角铝

安装部位；所述横梁主体另一侧端的两梯形槽内分别嵌入填充有防噪音橡胶垫片，所述边

框分为上边框和下边框，其中所述上边框卡接于横梁主体另一侧端的L型凸台上且与防噪

音橡胶垫片相贴合，所述下边框上包覆有横向压块且横向压块上穿设有与螺栓槽配合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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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锈钢螺栓以实现下边框与横梁主体另一侧端的连接，所述下边框与防噪音橡胶垫片相

贴合；所述玻璃托条为一端带有凸台、另一端为光板部分的结构，所述玻璃托条带有凸台的

一端卡接在横梁主体的螺栓槽中、另一端光板部分设于中空玻璃面板的底部以承受中空玻

璃面板竖向的重力。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

转接件包括安装公件、安装母件、隔热件、连接件装饰罩板、连接件罩板扣板、安装转接型材

和大扣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

安装公件的前端为T形板结构、后端为腔体结构，所述安装公件前端T形板结构一端套设于

横梁主体的螺栓槽中并通过第一自攻自钻螺钉固定和限位，所述安装公件后端的腔体上相

契套设有隔热件，所述安装母件为由底座和两个筋板构成的筋板槽结构，所述筋板槽套设

于隔热件上且筋板槽上穿设有第二不锈钢对穿螺栓实现与隔热件、安装公件的固定连接；

所述连接件装饰罩板由一U形槽结构、U形槽内部顶边设有的一筋板、U形槽内部两侧边设有

的凸起结构、以及U形槽槽口设置有的两个凸台结构构成，所述连接件装饰罩板的侧边凸起

结构挂接在安装母件上，所述连接件装饰罩板的一侧面与立柱外装饰罩板相贴连接，所述

连接件罩板扣板是由一扣板、扣板上设有的一筋板、以及扣板两端设有的凸台结构构成且

此凸台结构上开设有开口朝外的凹槽，所述连接件罩板扣板通过扣板扣合在U形槽槽口上、

扣板凸台上的凹槽与连接件装饰罩板的凸台结构配合连接实现与连接件装饰罩板连接成

一个框架结构，所述安装公件、隔热件、安装母件均设于此框架结构内且所述连接件罩板扣

板和连接件装饰罩板的筋板配合完成对安装母件的上下限位；所述大扣板的两端侧边设置

有倒钩结构，所述安装转接型材由前端和后端两部分构成，其中前端为一个大的C形槽结构

且C形槽口两侧边各设置一凸台，后端由三个螺栓槽构成且中间的螺栓槽开口向外、两边的

螺栓槽的开口则朝C形槽内，所述安装母件的底座套设于安装转接型材上的C形槽中并通过

第三不锈钢螺栓固定连接，所述安装转接型材C形槽口两侧边的凸台与大扣板两端侧边的

倒钩结构卡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框架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

两梯形槽内插入嵌设有小扣板另一端的光板部分以实现外装饰横梁与小扣板的连接；所述

外装饰横梁主体的中端包括位于上部的上端开口的灯槽、以及位于中部和下部的两个方形

腔体，所述灯具设于灯槽中，所述灯槽的槽口上设有亮化盖板以盖合，所述下部的方形腔体

内设有凸起的弧形筋槽；所述外装饰横梁主体的后端为一直角梯形腔体结构，所述直角梯

形腔体结构内部的斜边和外侧边分别设有一凸起的弧形筋槽，所述外装饰横梁主体上的凸

起的弧形筋槽用以左右两个外装饰横梁的对接连接，所述中端的灯槽分别与前端的方形腔

体结构和后端的直角梯形腔体结构相贴合实现外装饰横梁主体连接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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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幕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玻璃幕墙已经大量被使用在建筑外装饰中，为新型的现代建筑提供了一种

美观且经久耐用的装饰形式。随着建筑造型的越来越丰富，建筑幕墙的构造形式也越来越

复杂，各种弧形的或多边形的建筑不断涌现，而对于体现这些复杂建筑美感的幕墙装饰条

的安装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控制调节幕墙装饰条的位置、角度就成为此类幕墙设计的难

点。甚至很多幕墙上出现在隐框上面安装装饰条来构成更为美观和灵活多变的外观图形或

者效果，由此，如何在隐框上安装装饰条将是当前以及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0003] 而现有的幕墙技术中关于可调节装饰条的研究还比较少，且其调节后的效果单

一，已无法满足越来越复杂的幕墙构造形式的要求。现有技术中，只出现了对横向装饰条的

调节，如专利号为201410505973.0，申请日为2014.9.28，公告日为2015.1.21《一种玻璃幕

墙用可调节装饰线条》，通过调节装饰条的角度，以保证装饰条与水平面的平行。但该发明

只是涉及横向装饰条通过角度调节保证其水平的研究，对于横向装饰条角度调节后的效果

太单一。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能

够随着复杂建筑面或者幕墙面的变化而调节外装饰条横向的安装位置及其角度。

[0005] 9.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包括明框立

柱、隐框横梁、转接件、外装饰条和中空玻璃面板；所述外装饰条通过转接件设于隐框横梁

上，所述隐框横梁与明框立柱通过角铝连接构成框架结构，所述中空玻璃面板安装在隐框

横梁与明框立柱构成的框架结构上；

[0006] 所述外装饰条包括外装饰横梁、角度调节件、压块和小扣板；

[0007] 所述压块为两端设有凸出部的结构，所述压块的凸出面中部设有齿形结构、以及

在凸出面的外表面并排开设有两凹槽，所述压块与安装转接型材相互贴合且压块上穿设有

第四不锈钢螺栓实现与安装转接型材的连接，所述压块的齿形结构上啮合连接有角度调节

件，所述压块的凹槽中嵌入设有小扣板；所述角度调节件由底座以及设于底座上的两个半

月形外凸结构构成，所述底座上相对于两个半月形外凸结构的面上开设有齿形结构且在其

中间位置开设有竖向长孔，齿形结构与压块的齿形结构相互啮合，所述底座上穿设有第四

不锈钢螺栓以实现角度调节件与压块安装位置调节后的连接固定，所述两个半月形外凸结

构与外装饰横梁相嵌贴合连接；所述小扣板的一端并排设有两凸台、另一端为光板结构，所

述两凸台由外至里分别为矩形结构和倒钩结构，所述小扣板一端的凸台嵌入填充到压块的

凹槽中实现配合连接，所述小扣板另一端的光板部分插入设于外装饰横梁的前端；

[0008] 所述外装饰横梁包括外装饰横梁主体、灯具、亮化盖板；所述外装饰横梁主体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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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中端和后端三部分，所述外装饰横梁主体的前端由弧形内凹结构、设于弧形内凹结构

两侧的两梯形槽、以及设于弧形内凹结构和两梯形槽一侧端的方形腔体结构构成，所述弧

形内凹结构与角度调节件的两个半月形外凸结构相互配合嵌入连接且穿设有第二自攻自

钻螺钉以实现外装饰横梁安装角度自由调节后的固定。

[0009] 优选地，所述明框立柱包括立柱室内部分、隔热条、立柱室外部分、角铝、竖向压块

和立柱外装饰罩板。

[0010] 优选地，立柱室内部分与立柱室外部分之间卡接两根隔热条；所述角铝套设于隐

框横梁内且位于隐框横梁和明框立柱的套设连接处，所述角铝通过两个第一不锈钢对穿螺

栓与立柱室内部分连接并通过自攻自钻沉头螺钉进行限位以实现明框立柱、隐框横梁的连

接；所述竖向压块的中部为由两块筋板构成的筋板槽、两端开设有凹槽，所述竖向压块通过

筋板槽套设于横梁室外部分上且穿设有第一不锈钢螺栓实现与横梁室外部分的连接；所述

立柱外装饰罩板通过其两侧板上设有的凸起结构与竖向压块的凹槽卡接配合实现与竖向

压块的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隐框横梁包括横梁主体、横向扣板、横向压块、边框和玻璃托条。

[0012] 优选地，所述横梁主体为顶端封闭、底端开口且留有一定封闭端、远离中空玻璃的

一侧端封闭、靠近中空玻璃的另一侧端开设有两梯形槽、螺栓槽和L型凸台的结构，所述两

梯形槽、螺栓槽分别设于横梁主体另一侧端的两端部和中部且L型凸台设于梯形槽、螺栓槽

之间；所述角铝套设于横梁主体底端开口构成的腔内，所述横向扣板扣接在底端开口的封

闭端上且用以遮挡角铝安装部位；所述横梁主体另一侧端的两梯形槽内分别嵌入填充有防

噪音橡胶垫片，所述边框分为上边框和下边框，其中所述上边框卡接于横梁主体另一侧端

的L型凸台上且与防噪音橡胶垫片相贴合，所述下边框上包覆有横向压块且横向压块上穿

设有与螺栓槽配合的第二不锈钢螺栓以实现下边框与横梁主体另一侧端的连接，所述下边

框与防噪音橡胶垫片相贴合；所述玻璃托条为一端带有凸台、另一端为光板部分的结构，所

述玻璃托条带有凸台的一端卡接在横梁主体的螺栓槽中、另一端光板部分设于中空玻璃面

板的底部以承受中空玻璃面板竖向的重力。

[0013] 优选地，所述转接件包括安装公件、安装母件、隔热件、连接件装饰罩板、连接件罩

板扣板、安装转接型材和大扣板。

[0014] 优选地，所述安装公件的前端为T形板结构、后端为腔体结构，所述安装公件前端T

形板结构一端套设于横梁主体的螺栓槽中并通过第一自攻自钻螺钉固定和限位，所述安装

公件后端的腔体上相契套设有隔热件，所述安装母件为由底座和两个筋板构成的筋板槽结

构，所述筋板槽套设于隔热件上且筋板槽上穿设有第二不锈钢对穿螺栓实现与隔热件、安

装公件的固定连接；所述连接件装饰罩板由一U形槽结构、U形槽内部顶边设有的一筋板、U

形槽内部两侧边设有的凸起结构、以及U形槽槽口设置有的两个凸台结构构成，所述连接件

装饰罩板的侧边凸起结构挂接在安装母件上，所述连接件装饰罩板的一侧面与立柱外装饰

罩板相贴连接，所述连接件罩板扣板是由一扣板、扣板上设有的一筋板、以及扣板两端设有

的凸台结构构成且此凸台结构上开设有开口朝外的凹槽，所述连接件罩板扣板通过扣板扣

合在U形槽槽口上、扣板凸台上的凹槽与连接件装饰罩板的凸台结构配合连接实现与连接

件装饰罩板连接成一个框架结构，所述安装公件、隔热件、安装母件均设于此框架结构内且

所述连接件罩板扣板和连接件装饰罩板的筋板配合完成对安装母件的上下限位；所述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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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两端侧边设置有倒钩结构，所述安装转接型材由前端和后端两部分构成，其中前端为

一个大的C形槽结构且C形槽口两侧边各设置一凸台，后端由三个螺栓槽构成且中间的螺栓

槽开口向外、两边的螺栓槽的开口则朝C形槽向内，所述安装母件的底座套设于安装转接型

材上的C形槽中并通过第三不锈钢螺栓固定连接，所述安装转接型材C形槽口两侧边的凸台

与大扣板两端侧边的倒钩结构卡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框架结构。

[0015] 优选地，所述两梯形槽内插入嵌设有小扣板另一端的光板部分以实现外装饰横梁

与小扣板的连接；所述外装饰横梁主体的中端包括位于上部的上端开口的灯槽、以及位于

中部和下部的两个方形腔体，所述灯具设于灯槽中，所述灯槽的槽口上设有亮化盖板以盖

合，所述下部的方形腔体内设有凸起的弧形筋槽；所述外装饰横梁主体的后端为一直角梯

形腔体结构，所述直角梯形腔体结构内部的斜边和外侧边分别设有一凸起的弧形筋槽，所

述外装饰横梁主体上的凸起的弧形筋槽用以左右两个外装饰横梁的对接连接，所述中端的

灯槽分别与前端的方形腔体结构和后端的直角梯形腔体结构相贴合实现外装饰横梁主体

连接为一体。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可根据不同的要求，在隐框幕

墙上选择性的安装外装饰条，并且能够随着复杂建筑面或者幕墙面的变化而调节外装饰条

横向的安装位置及其角度，很好的保证了设计师对建筑美感的要求，同时还保证了幕墙立

面效果与遮阳及节能等方面的要求。另外，本发明还具有美观稳固，安装拆卸方便，降低成

本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立面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的主体结构立体图。

[0019] 图3是图1中的1A剖视图。

[0020] 图4是图1中的1B剖视图。

[0021] 图5是图4中的a-a剖面图。

[0022] 图6是图3的爆炸图。

[0023] 图7是图4的爆炸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至图7所示，一种带可调节横向装饰条的竖明横隐幕墙，包括明框立柱1、隐

框横梁2、转接件3、外装饰条4和中空玻璃面板5；外装饰条4通过转接件3设于隐框横梁2上，

隐框横梁2与明框立柱1通过角铝14连接构成框架结构，中空玻璃面板5安装在隐框横梁2与

明框立柱1构成的框架结构上。

[0026] 明框立柱1包括立柱室内部分11、隔热条12、立柱室外部分13、角铝14、竖向压块15

和立柱外装饰罩板16。

[0027] 其中，立柱室内部分11与立柱室外部分13之间卡接两根隔热条12；角铝14套设于

隐框横梁2内且位于隐框横梁2和明框立柱1的套设连接处，角铝14通过两个第一不锈钢对

穿螺栓17与立柱室内部分11连接并通过自攻自钻沉头螺钉18进行限位以实现明框立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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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框横梁2的连接；竖向压块15的中端为由两块筋板构成的筋板槽、两端开设有凹槽，竖向

压块15通过筋板槽套设于横梁室外部分13上且穿设有第一不锈钢螺栓19实现与立柱室外

部分13的连接；立柱外装饰罩板16通过其两侧板上设有的凸起结构与竖向压块15的凹槽卡

接配合实现与竖向压块15的连接。

[0028] 隐框横梁2包括横梁主体21、横向扣板22、横向压块23、边框24和玻璃托条26。

[0029] 其中，横梁主体21为顶端封闭、底端开口且留有一定封闭端、远离中空玻璃的一侧

端封闭、靠近中空玻璃的另一侧端开设有两梯形槽211、螺栓槽212和L型凸台213的结构，两

梯形槽211、螺栓槽212分别设于横梁主体21另一侧端的两端部和中部且L型凸台213设于梯

形槽211、螺栓槽212之间。

[0030] 角铝14套设于横梁主体21底端开口构成的腔内，横向扣板22扣接在底端开口的封

闭端上且用以遮挡角铝14安装部位；横梁主体21另一侧端的两U型凹槽211内分别嵌入填充

有防噪音橡胶垫片25，边框24分为上边框和下边框，其中上边框卡接于横梁主体21另一侧

端的L型凸台213上且与防噪音橡胶垫片25相贴合，下边框上包覆有横向压块23且横向压块

23上穿设有与螺栓槽配合的第二不锈钢螺栓27以实现下边框24与横梁主体21另一侧端的

连接，下边框与防噪音橡胶垫片25相贴合；玻璃托条26为一端带有凸台、另一端为光板部分

的结构，玻璃托条带有凸台的一端卡接在横梁主体21的螺栓槽中、另一端光板部分设于中

空玻璃面板5的底部以承受中空玻璃面板5竖向的重力。

[0031] 转接件3包括安装公件31、安装母件32、隔热件33、连接件装饰罩板34、连接件罩板

扣板35、安装转接型材37和大扣板36。

[0032] 安装公件31的前端为T形板结构、后端为腔体结构，安装公件31前端T形板结构一

端套设于横梁主体21的螺栓槽中并通过第一自攻自钻螺钉38固定和限位，安装公件31后端

的腔体上相契套设有隔热件33，安装母件32为由底座和两个筋板构成的筋板槽结构，筋板

槽套设于隔热件33上且筋板槽上穿设有第二不锈钢对穿螺栓39实现与隔热件33、安装公件

31的固定连接。

[0033] 连接件装饰罩板34由一U形槽结构341、U形槽341内部顶边设有的一筋板342、U形

槽341内部两侧边设有的凸起结构343、以及U形槽341槽口设有的两个凸台344结构构成，连

接件装饰罩板341的侧边凸起结构343挂接在安装母件32上，连接件装饰罩板34的一侧面与

立柱外装饰罩板16相贴连接。连接件罩板扣板35是由一扣板351、扣板上设有的一筋板352、

以及扣板两端设有的凸台结构353构成且此凸台结构353上开设有开口朝外的凹槽，连接件

罩板扣板35通过扣板351扣合在U形槽341槽口上、扣板凸台上的凹槽与连接件装饰罩板34

的凸台结构344配合连接实现与连接件装饰罩板34连接成一个框架结构，安装公件31、隔热

件33、安装母件32均设于此框架结构内且连接件罩板扣板和连接件装饰罩板的筋板配合完

成对安装母件的上下限位。

[0034] 大扣板36的两端侧边设置有倒钩结构，安装转接型材37由前端和后端两部分构

成，其中前端为一个大的C形槽结构且C形槽口两侧边各设置一凸台，后端由三个螺栓槽构

成且中间的螺栓槽开口向外、两边的螺栓槽的开口则朝C形槽向内，安装母件31的底座套设

于安装转接型材37上的C形槽中并通过第三不锈钢螺栓310固定连接，安装转接型材37的C

形槽口两侧边的凸台与大扣板36两端侧边的倒钩结构卡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框架结构。

[0035] 外装饰条4包括外装饰横梁41、角度调节件42、压块43和小扣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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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其中，压块43为两端设有凸出部的结构，压块43的凸出面中部设有齿形结构、以及

在凸出面的外表面并排开设有两凹槽431，压块43与安装转接型材37相互贴合且压块43上

穿设有第四不锈钢螺栓45实现与安装转接型材37的固定连接，压块43的齿形结构上啮合连

接有角度调节件42，压块43的凹槽431中嵌入设有小扣板44。

[0037] 角度调节件42由底座421以及设于底座421上的两个半月形外凸结构422构成，底

座421上相对于两个半月形外凸结构422的面上开设有齿形结构且在其中间位置开设有竖

向长孔，齿形结构与压块43的齿条结构相互啮合，底座421上穿设有第四不锈钢螺栓45以实

现角度调节件42与压块43安装位置调节后的固定连接，两个半月形外凸结构422与外装饰

横梁41相嵌贴合连接。小扣板44的一端并排设有两凸台441、另一端为光板结构，两凸台441

由外至里分别为矩形结构和倒钩结构，小扣板44一端的凸台441嵌入填充到压块43的凹槽

431中实现配合连接，小扣板44另一端的光板部分插入设于外装饰横梁41前端的梯形槽

4112中。

[0038] 外装饰横梁41包括外装饰横梁主体411、灯具412、亮化盖板413。外装饰横梁主体

411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三部分，外装饰横梁主体411的前端由弧形内凹结构4111、设于弧

形内凹结构4111两侧的两梯形槽4112、以及设于弧形内凹结构4111和两梯形槽4112一侧端

的方形腔体结构4113构成，弧形内凹结构4111与角度调节件42的两个半月形外凸结构422

相互配合嵌入连接且穿设有第二自攻自钻螺钉46以实现外装饰横梁41安装角度自由调节

后的固定，两梯形槽4112内插入嵌设有小扣板44另一端的光板部分以实现外装饰横梁41与

小扣板44的连接。外装饰横梁主体411的中端包括位于上部的上端开口的灯槽4114、以及位

于中部和下部的两个方形腔体4115，灯具412设于灯槽4114中，灯槽4114的槽口上设有亮化

盖板413以盖合，下部的方形腔体4115内设有凸起的弧形筋槽4117。外装饰横梁主体411的

后端为一直角梯形腔体结构4116，直角梯形腔体结构4116内部的斜边和外侧边分别设有一

凸起的弧形筋槽4117，所述外装饰横梁主体411上的凸起的弧形筋槽4117用以左右两个外

装饰横梁的对接连接，中端的灯槽4114分别与前端的方形腔体结构4113和后端的直角梯形

腔体结构4116相贴合实现外装饰横梁主体411连接为一体。

[003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可根据不同的要求，在隐框幕

墙上选择性的安装外装饰条，并且能够随着复杂建筑面或者幕墙面的变化而调节外装饰条

横向的安装位置及其角度，很好的保证了设计师对建筑美感的要求，同时还保证了幕墙立

面效果与遮阳及节能等方面的要求。另外，本发明还具有美观稳固，安装拆卸方便，降低成

本等优点。

[0040] 上述的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的权利范围，因

此，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修改、等同变化、改进等，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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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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